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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评价 一天回复
省肿瘤医院信息化

搭建医患“沟通桥”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彭萍） 轻点鼠标， 发送手机短信， 患者就能
将自己对医疗服务的亲身感受， 向医院领导
层反馈， 并在24小时内收到回复。 今天， 省
肿瘤医院开展医院文明服务评价系统上线暨
窗口科室优质服务竞赛活动启动仪式， 利用
移动通信技术搭建了一个医患“沟通桥”。

据悉， 文明服务评价管理系统包括投诉
记录、 投诉处理、 统计汇总三大项功能。 患者
可以通过电话、 短信息、 医院网站、 触控一体
机、 直接来访、 电子邮件、 投诉信函等7个途
径和渠道， 对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 态度、 价
格等其它内容进行表扬或投诉。 该院还专门成
立了文明服务评价系统办公室， 由专人负责系
统运转与维护， 为医院领导进行科学预测、 科
学决策提供依据， 这也是该院争创全国百姓放
心示范医院和 “三满意” 活动的举措之一。

粉碎机卡住
女员工左腿

新宁消防及时伸援手
本报8月11日讯 （通讯员 张宏艳 王晶

晶） 今天早上， 新宁县志木山碎煤厂1名女员
工工作时， 不慎被粉碎机齿轮卡住左腿。 危
急关头， 当地消防官兵及时伸援手， 将该员
工成功救出。

早上7时40分， 新宁县消防中队接到报警
后，立即派出8名官兵奔赴碎煤厂救援。 到达现
场后发现，一名中年妇女被卡在粉碎机内，左边
大腿被粉碎机的齿轮深深插入到肉中， 流血不
止，如不及时救出，有可能因失血过多危及生命
安全。 中队官兵一边安抚该员工， 缓解她的痛
苦，一边用剪扩器将机斗与齿轮一点一点扩宽。

由于剪扩器作业宽度太小， 不能一次性扩
开将大腿取出。 官兵们采取第二方案， 用氧焊
将机斗割开后， 利用剪扩器将机斗扩开一定宽
度， 放入千斤顶将机斗顶住防止回弹， 再利用
垫木和剪扩器将机斗扩张到合适的作业宽度，
将被卡的大腿取出。 经过1个小时的紧张施救，
该员工被成功救出， 并立即送往医院救治。

据了解， 该员工名叫陈玉梅， 是碎煤厂
的打料工。 当天早上她在粉碎机内清理杂物
时， 发现有块大石头， 于是叫儿子按下开关
把粉碎机下面的皮带拉动。 岂料她儿子按错
开关， 将粉碎机启动， 导致左腿被卷入到粉
碎机内。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李茁 通
讯员 蔡济时） 经过3个多月侦查， 宁
乡县公安局近日成功侦破一起特大侵
犯网络著作权案件。

经查明 ， 该案涉及湖南 、 江苏 、
上海、 广东、 福建、 浙江、 四川等多
个省市， 涉案案值3000多万元。 到目
前为止， 该案共打掉犯罪团伙4个， 抓
获涉案人员8人， 均被刑事拘留。

“传奇” 遭遇侵权， 曾
某涉嫌非法经营被抓

2011年5月 ， 上海盛大网络公司
旗下上海盛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委托
代理人向宁乡警方报案， 称有人利用
互联网， 擅自架设名为 “传奇” 的系
列游戏服务器 （俗称 “私服”）， 并通
过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及QQ、 MSN
等通讯软件与游戏玩家联系， 非法提
供游戏加速、 出售游戏虚拟货币 “元
宝 ” 牟利 ， 严重侵犯该公司对 “传
奇” 网络游戏的著作权。

宁乡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 认为

这可能是一起侵犯他人著作权的案
件， 为维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 肃清
网游环境， 迅速成立专案组， 全力侦
办此案。

根据侦查， 办案民警查明犯罪嫌
疑人长期租住在县城的某宾馆 。 5月
20日凌晨， 专案组民警展开行动， 将
涉嫌非法经营 “传奇私服” 游戏的曾
某 （宁乡人） 抓获， 并当场查获作案
用的笔记本电脑、 台式电脑各1台。

多地出击， 网络盗贼悉数落网

据曾某交代， 他伙同黄某 （宁乡
人）、 徐某 （浙江人） 等人， 从互联
网上非法下载复制上海盛大网络有限
公司的正版 “传奇” 游戏程序， 租用
江苏常州、 南通、 上海等地网络服务
器开设 “传奇私服” 游戏供游戏玩家
玩， 同时通过租用网上广告发布站在
互联网上发布游戏广告等方法吸引玩
家。 在此过程中， 他们通过互联网支
付平台， 吸引玩家用现金购买游戏点
卡、 网上银行转账、 移动短信支付等

手段充值到自己银行账户上， 从中非
法获利。 根据曾某的供述， 办案民警
马上对其侵犯著作权非法经营 “传奇
私服” 游戏的相关网络电子证据进行
了固定。

5月22日凌晨， 专案组赶赴娄底，
一举将徐某和其帮手钱某 （浙江人 ）
抓获。 23日， 专案组的另一部分警力
采取行动， 在宁乡成功将犯罪嫌疑人
黄某、 李某某 （均系浙江人） 抓获。

通过对落网犯罪嫌疑人进行审
讯， 又有多名涉案对象进入到专案组
民警的视线 ， 其藏身位置被陆续确
定。 6月5日， 专案组民警远赴江苏连
云港市 ， 将犯罪嫌疑人刘某 、 金某
（均系江苏连云港人 ） 等人抓获归
案。 6月12日， 专案组民警再次跨省
行动， 在福建省福州市将犯罪嫌疑人
金某 （福建人） 抓获归案。

经宁乡警方查明 ， 该案案值达
3000多万元 。 其中 ， 今年4月至6月 ，
仅犯罪嫌疑人刘某一人， 便非法牟利
500余万元 。 目前 ， 此案还在进一步
侦办中。

本报8月11日讯（ 通讯员 曹全 记
者 孙振华）沐浴着缕缕晨光，浓密的树
林间，洁白而纤巧的白鹭在枝头梳理羽
翼，金翅雀亮开了歌喉。 拨云而来的阳
光被树叶摇落成斑驳的碎影，时而洒向
地面，时而洒在鸟儿起舞的翅膀上。 这
是记者今天清晨在华菱衡钢看到的动
人一幕。

钢厂，给人印象就是扑面的灰尘与
滚滚的浓烟。 但走进衡钢，犹如迈入了
一个大花园。 蓝天白云下，巨大的蓝色
厂房掩映在碧树芳草间， 绿草如茵，花
木扶疏。

正是这成片的绿、 清洁的环境，引
来群鸟筑巢。 据公司绿化部门介绍，除
白鹭外，池鹭、夜鹭、绶带鸟、翠鸟、丝光
掠鸟、白头鹎、火斑鸠、乌鸫、灰文鸟、金
翅雀等数十种鸟儿也在钢城栖息繁
衍。

有意思的是，众多的鸟儿也吸引了
衡阳市一批摄影迷。 天气晴好的清晨，
总能看到背着 “长枪短炮 ”的摄影发烧
友在林下转悠。

衡钢总经理凌仲秋介绍，在成功跻
身全球钢管行业“第一梯队”的同时，该
公司近年在环保方面同样使出了“大手
笔”。 “十一五”期间共投入6亿多元，建
成69套主要环境污染治理设施。 仅炼铁
项目，环保投入就高达2.38亿元，占项目
总投资20%。

为保护好周边环境，衡钢将各类废
旧资源“吃干榨尽”。 炼铁过程中产生的
废水、煤气、粉尘得到有效回收；同时利
用生产中的余热 、 高温发电或产生蒸
气。 通过回收利用，这些原本对环境有
影响的废弃物均派上了用场，进入了资
源的再生和良性循环。

与鸟儿同享一片沃土，衡钢人不忘
“植绿护绿”。 每年春天，公司领导都要
带领员工植树造林， 为十里钢城添绿。
在衡钢， 还有对对情侣植下的樱花林、
青年员工栽下的“成才林”。 近5年，衡钢
已累计投入2000多万元用于绿化，去年
新增绿化面积13197平方米，企业绿地率
达到35.74%， 远高于国家园林式工厂对
绿地率的要求指标。

湘雅二医院
建老年康复医疗中心

暮云镇居民就近享受三甲医院服务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魏惊宇）近日，湘

雅二医院老年康复医疗中心在位于长株潭城市群中心地带的
暮云镇开业。目前该中心只面向住院患者开放，未来开放门诊
后， 附近40多万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三甲医院的医疗技术
服务。据湘雅二医院有关负责人透露，该中心以后将建成湘雅
二医院的长株潭分院。

据了解， 老年康复医疗中心所有医务人员均由湘雅二医
院派出。 目前设肿瘤科和康复科共150张床位。

爱心手牵手
———全国 20多所大学学生

暑期关爱花垣留守儿童的故事
通讯员 张耀成 本报记者 姚学文

骄阳似火，但炎热难以阻挡爱心传递的脚步，骄阳不能割断
对孩子们关爱的真情。 从7月初开始，全国20多所大学的一百多
名学子，带着浓浓爱意，从四面八方来到花垣这块偏僻而火热的
土地上，与当地留守儿童手牵手，开展“一对一”、“一对多”帮教。
演绎了一个个感人故事，留下了一段段动人真情。 据统计，活动
期间，2200余留守儿童受益，大学生办的“留守儿童”自强班由原
来的一个发展到30多个，覆盖20多个村。

“星火计划”招来“亲人”
故事要从2007年讲起。 时在长沙理工大学读书的贵州籍

学生陈家星，听说花垣县吉卫镇腊乙村田金珍创办的“留守儿
童”自强班需要人手，他利用假期来到这里帮忙。 一帮就是3
年。去年，陈家星考取了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然而，这群特殊
的孩子仍然牵挂着他的心。 于是，他创办了“星火计划”，期望
通过网络招聘更多的爱心使者。没想到一呼百应，一下招来了
30多个大学生。今年的“星火计划”，更是获得了全国20多所大
学的100多名学子的响应。孟伟，这位陈家星的校友，本计划到
外地打工，听说了“星火计划”的事情，毅然改变了原定的计
划。 年近50岁的陈燕萍，是长沙市岳麓区望新小学教师，本想
趁暑期去旅游，当听说有大学生去花垣帮教时，毫不犹豫地加
入了队伍。

“长效导师制”引导成才
“音乐方面有天赋，多给机会展示。 ”这是一名大学生以成长

导师的名义为吉卫镇“留守儿童”龙雨林作的评价。 这些大学生，
在对孩子们进行帮教的同时，还对每位留守儿童的家庭情况、个
性特点进行细致调查，建立“星火计划留守儿童成长档案”，并根
据各自特点为每个孩子选择一名大学生当“成长导师”。 仅今年
暑期， 他们就为吉卫镇葫芦帮教点的95名学生选定了 “导师”，
“导师”们将长期为孩子进行心理、学习等方面的辅导。

“一毛钱工程”写出大爱
“孩子们，真玛汝（苗语好之意）！”7月19日，排当村孤儿龙

秀芳的爷爷领到了300元的救助金。这些救助金是长沙理工大
学“一毛钱工程”奉献的爱心。 据该校教师赵斌说，自去年开
始，他们就为花垣“留守儿童”建立了贫困生数据库，并开展宣
传活动，发动各班学生每天节约一毛钱，资助“留守儿童”，近
一年时间，筹集到1.2万元爱心款。 这次，他们把筹集到的爱心
款全部带来，发给40多位“留守儿童”，同时，也利用暑期帮教
时间继续摸底，以便帮助更多的孩子。

钢厂成了鸟的天堂

白鹭栖息在衡阳钢管集团内。 阳冬华摄

8月11日,一位市民骑着载有长长板材的电动车行驶在长沙市湘江大道的中
间,快速穿插在车流中。 这种危险的违规行为不禁让人捏了把汗， 希望所有的驾
驶员都遵守交通规则， 珍爱生命。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网盗“传奇”“私服”牟利
宁乡破获特大侵犯网络著作权案

●白鹭、池鹭、翠鸟等数十种鸟在衡
钢栖息繁衍
●企业绿地率达35.74%， 远高于国
家“园林式工厂”绿地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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